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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场会议议程 

会议时间：2020年 10月 19日 14：30  

会议地点：杭州市江干区香樟街 39号国贸金融大厦 33楼长桌会议室 

主 持 人：董事长金朝萍女士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正式开始 

1、致辞 

2、宣布本次现场到会股东人数、代表股份数，董事、监事及列席人员情况 

二、发言人介绍本次会议各项议案 

非累积投票议案 

序号 议案内容 发言人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金朝萍 

2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金朝萍 

累积投票议案 

3.0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按应选董事分为 6 个子议案） 金朝萍 

4.00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按应选独立董事分为 3个子议案） 金朝萍 

5.00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按应选监事分为 2 个子议案） 金  刚 

三、股东或股东代表发言，答复股东质询 

四、股东及股东代表对议案进行审议 

五、推选两位股东代表、一位监事代表为现场会议的计票人和监票人 

六、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书面投票表决 

七、主持人宣读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结果 

八、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并宣读法律意见书 

九、董事会秘书宣读本次股东大会决议 

十、参会人员在相关文件上签字 

十一、主持人作总结并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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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依照《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 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公

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每 10

股送红股 2股（含税），并派发现金红利 0.6元（含税），同时以资本公积向全体股东

每 10股转增 2股。 

鉴于公司《2019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已实施完毕，公司股份总数已发生变化，因此

公司拟对《公司章程》涉及股本的条款进行修订，具体修订内容如下： 

序号 章程原条款 修订后条款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59138.6330 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22794.0862 万元。 

2 

第二十八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59138.6330 万股，均为人民币

普通股。 

第二十八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222794.0862万股，均为人民币普通

股，均为流通股。 

 

上述章程修订事项已经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

审议，并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办理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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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大华事务所”）自 2015 年开始为

公司提供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制审计服务，在实施财务报告及内部控制审计过程中，

能够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审计准则的规定，恪守职业道德规范，遵守“独立、

客观、公正”的执业原则，顺利完成与公司约定的各项审计业务。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对大华事务所 2019年度的审计服务工作情况也进行了审核，认为大华事务所具备专业

胜任能力和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和诚信状况等符合有关规定，较好地完成公司委托

的各项工作。 

鉴于上述原因，公司拟继续聘任大华事务所为公司 2020年度财务报告审计和内部控

制审计的专门机构，为公司提供审计等相关服务，聘期一年。同时，参考目前市场定价，

并综合考虑公司的业务规模、所处行业、公司年报审计需配备的审计人员情况和投入的

工作量等因素，经与大华事务所协商，拟确定 2020 年度审计费用合计 135 万元（较 2019

年度未发生变化），其中财务报告审计费用为 105 万元、内部控制审计费用为 30万元。 

上述事项已经公司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现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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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三、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公司八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九届

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仔细选择及审核，在征得被提名人同意的情况下，经公司八届

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董事会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名金朝萍女士、徐晓东先生、

林平先生、裘一平先生、余艳梅女士、陈鑫云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请各

位股东审议，该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的方式表决。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附：董事候选人简历 

1、金朝萍：女，1975年 7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1996

年 8 月参加工作，历任中共浙江省委办公厅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副处长级干

部，公司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监事会副主席、董事、副董事长、总裁、董事长，并

曾兼任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浙江国贸东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及董事长、

浙江东方产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东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浙江国金融资租

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现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并兼任中韩人寿保险有

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永安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浙江省青年联合会常委，中保

协人身保险专委会委员兼外资保险机构专委会副主任委员，浙江上市公司协会副会长。   

 

2、徐晓东：男，1969年 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学位。1992 年参加工作，

历任金华市财政局预算处副处长，金华市财政局、地税局、国资委办公室主任，金华市

地方税务局稽查局副局长，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浙江省

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战略与改革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党

委副书记、常务副总经理、副董事长。现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 

 

3、林平：男，1962 年 1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专学历，高级会计师。1981

年 8 月参加工作，历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

有限公司审计（法务风控）部总经理、战略与法务风控部总经理、审计（安全生产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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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总经理，并曾兼任浙江新帝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香港东方国际贸易有限公司董事、

浙江国金融资租赁股份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浙江国安产融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省

浙商商业保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党支部书记。现任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济师、总部党委委员、审计部总经理，兼任本公司董事及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会

主席。 

  

4、裘一平：男，1966 年 11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1989

年 7 月参加工作，先后就职于中农信浙江办事处、浙江远通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浙江金

迪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浙江杭州湾集团公司、浙江大地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历任部门经

理、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2011 年 6 月起至今就职于大地期货有限公司，历任副董事

长、总经理（法定代表人）、党总支书记。现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大地期货有限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 

 

5、余艳梅：女，1970年 12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大学学历，国际注册内部审

计师、高级审计师。1989 年参加工作，历任浙江省审计厅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

副处长级干部，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党总支委员、副书记兼任监事会主席、工会

主席、总支书记。现任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浙商金汇信托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 

 

6、陈鑫云：男，1980 年 3 月出生，汉族，中共党员，博士学位，审计师、国际注

册内部审计师。2006 年 5 月参加工作，历任浙江省农信联社办公室副主任科员、主任科

员，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办公室高级主管、副主任，党群工作部(工会办公室)

副部长（主持工作）。现任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党群工作部(工会办公室)部长,

总部党委副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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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四、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公司八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满，根据《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对九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了仔细选择及审核，在征得被提名人同意的情况下，经公司

八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名贲圣林先生、王义中先生、

肖作平先生为公司九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请各位股东审议，该议案将采用累积投

票的方式表决。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10月 

 

附：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贲圣林：男，54 岁，博士。现任浙江大学国际联合商学院院长、互联网金融研

究院院长、管理学院教授，兼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货币研究所联席所长，全国工商联国

际委员会委员，中华海外联谊会常务理事，中央统战部党外知识分子建言献策专家组成

员，浙江省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浙江省人民政府参事，浙江互联网金融联合

会联合主席，广东金融专家顾问委员会顾问委员等。同时兼任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

司、物产中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公司的独立董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兴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部监事。  

1987 年获清华大学工程学士学位；1990 年获中国人民大学企业管理硕士学士；1994 

年获美国普渡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94 年至 2005 年任荷兰银行（ABN AMRO）高级副

总裁兼流动资金业务中国区总经理，2005 年至 2010 年任汇丰（HSBC）董事总经理兼工

商金融业务中国区总经理，2010 年至 2014 年任摩根大通银行（中国）有限公司行长及

摩根大通环球企业银行全球领导小组成员等职位。 

 

2、王义中：男，42 岁，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浙江大

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浙江大学金融研究院副院长，系浙江省优秀博士后（2011）、浙江

省万人计划人才（2019）、中宣部宣传思想文化青年英才（2019）。  

2008 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获博士学位，2008 年至 2010 年在浙江大学经

济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曾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助理、金融系系主任；2015 年至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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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省舟山市金融办挂职；曾在香港大学（2011）、美国丹佛大学（2014）、美国哥

伦比亚大学（2018）、美国威斯星康新大学麦迪逊分校（2019）等学校访问交流。 

王义中教授在国内《经济研究》等期刊发表多篇论文，承担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等，获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2010）、

获得浙江省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2014）。 

 

3、肖作平：男，45 岁，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注册

会计师。现任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会计学院院长，财政部“全国会计领军人才”，教育部

“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浙江省首批“高校领军人才培养计划”创新领军

人才，四川省有突出贡献的优秀专家，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评估专家，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通讯评审专家，国家社科基金通讯评审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通讯评审专家，浙

江省正高级会计师评审专家。兼任《中国会计评论》理事，《证券市场导报》特约编委，

《财会通讯》学术委员会委员，中国会计学会财务成本分会常务理事。 

2004年 7月毕业于厦门大学，获管理学（财务学）博士学位；2004 年 7月至 2005

年 3月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财经学院讲师；2005年 4 月至 2007年 4月清华大学金融学博士

后研究（2006年 7月被西南交通大学破格晋升为教授）；2007年 4月至 2018 年 10月西

南交通大学会计学系主任，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2018年 10月至今杭州电子科技大

学会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大连易世达新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贵州毕节农

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成都领沃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四川圣迪乐村生态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2011 年 2月至今兼任厦门国际港务股份有限公司独立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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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五、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公司八届监事会任期即将届满，公司监事会经多方征询意见，在征得被提名人同意

的情况下，经公司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向公司股东大会提名金刚先生、

王政先生为公司九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请各位股东审议，该议案将采用累积投票的方

式表决。 

 

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年 10 月 

 

附：监事候选人简历 

1、金  刚: 男，1961年 2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国际商务师职称，1980

年 7月参加工作。历任浙江省纺织品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业务员、副科长、科长、子公

司经理、副总经理、总裁、副董事长、董事长、党委委员、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浙

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风险控制委员会副主任，现任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

限公司综合监督办公室巡察专员，浙江东方金融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浙

江中大技术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 

 

2、王 政: 男，1975 年 7 月出生，中共党员，研究生学历，高级会计师，1996 年

8月参加工作。历任浙江省国际贸易集团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资金运营中心）高级主管、

总经理助理、副总经理，并曾兼任浙江省化工进出口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浙江省浙商

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监事、浙江土产畜产进出口集团有限公司监事会主席。现任国贸集团

审计部副总经理，兼任本公司监事、浙江英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大地期货监事会

主席。 

 


